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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洪灾过后， 长时间处于高温
少雨的干旱季节， 对蔬菜生产十
分不利， 导致近期蔬菜供应不足、
质量下降。 7月29日， 记者采访了
湖南省蔬菜所所长马艳青研究员。
他建议采取5项措施加强蔬菜抗旱
生产， 为以保证蔬菜供应， 尽快
缓解随之而来的秋淡。

第一， 保在田蔬菜， 延长采
收期。 当前在田蔬菜处于采收阶
段， 管理的重点工作以抗旱保苗
为主。 应及时浇水或灌水， 尽量
选择早上太阳出来前和傍晚太阳
下山后进行。 短时阵雨或浇水后
应及时中耕松土， 抑制土壤水分
蒸发。 瓜类、 茄果类易造成太阳

灼伤， 要采取遮阳防晒。 及时补
充速效肥料， 施肥宜在早晚进行，
做到勤施薄施， 并可用0.2%的磷
酸二氢钾进行叶面施肥。 整枝也
是增产的办法， 茄果类蔬菜可修
剪掉未坐果的枝条和顶端老化枝
条， 瓜类蔬菜则可将下部衰老枯
黄叶片及时摘除。

第二、 及时抢播速生叶菜。
在当前持续的干旱天气， 可在秋
冬茬前抢播一茬小白菜、 快菜、
白菜薹， 增加市场叶菜供应量。
在茬口布局上， 选择耐高温耐干
旱、 抗性强、 耐热性好的蔬菜品
种。 如菜薹可选用黄薹1号， 小白
菜可选用抗热605。

第三、 保住秋茬蔬菜苗。 蔬
菜基地应提倡集中抗旱育秋菜苗，

可采用大棚、 地膜、 遮阳网覆盖
等措施保温保湿育苗。 对秋播的
秧苗， 如大白菜、 小白菜、 甘蓝
等品种， 要及时灌溉， 做到凉地
凉水凉时灌。 对甘蓝等大苗， 目
前缺水移栽的， 要控制菜苗的生
长， 先整地保墒， 待透雨时及时
移栽。

第四、 尽量应用设施条件。
秸秆覆盖保墒是很便宜实用的措
施， 可充分利用秸秆、 杂草等，
切割后均匀地覆盖在作物行间，
厚度以15厘米为宜， 特别是山地
蔬菜地可使用秸秆、 树枝覆盖的
方法。 遮阳网、 防虫网覆盖保墒
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措施。 防
虫网在盖网时， 一定要将棚内地
下残存害虫灭掉， 以真正达到防

虫的效果。 对于微喷、 滴灌等设
施， 应根据蔬菜品种不同， 铺设
喷灌设施， 因地制宜利用微型蓄
水池进行微蓄微灌。

第五、 加强病虫害防治。 大
旱之年往往是病虫害的高发年，
重点是瓜绢螟、 斜纹夜蛾、 甜菜
夜蛾、 豆野螟等虫害。 要按照病
虫情报， 首先采取农业防治， 应
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对
口农药。 如瓜绢螟用52.25%农地
乐1000至1500倍喷雾。 斜纹夜蛾
用15%安打4000倍喷雾。 还应大
力推广频振式杀虫灯， 诱杀夜蛾
类害虫的成虫， 也可采用黄板或
蓝板粘虫， 并经常下田检查， 若
发现卵块和群居为害的初龄幼虫，
人工将其掐死。

通讯员 马鑫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7月28日，长沙市高温红色
预警持续， 最高气温达40摄氏
度。

14时30分， 广铁集团长沙
车辆段长沙客整所内， 一列列
绿色的客车车体整齐地排列在
股道上， 经受着烈日无情的炙
烤。

长沙库检车间空调电器班
组的90后车辆电工张成博，从
车顶上作业回来， 刚把一身被
汗浸湿的工作服换下， 手边的
对讲机又骤然响起：“Z2次3号
硬卧车厢空调效果不佳， 可能
是制冷剂不够，列车还有2小时
出库，需马上处置！ ”

Z2次为长沙至北京的客运
列车。 如果车内空调制冷出现
问题，车内旅客将备受煎熬。

张成博立即跑到材料房，拎
起一个装有约25公斤重制冷剂
的蓝色罐子，走向检修棚。 一路
下来，刚换上的浅蓝色工作服瞬
间又被汗水染成了深蓝色。

来到车厢旁， 张成博和两
名工友抓着烫手的扶手爬上了
检修棚最高层， 把制冷剂罐子
抬上车顶。 在长时间暴晒下，车
顶铁皮表面温度已近70摄氏
度。

他们用扳手拧松空调盖上
的螺丝， 把十几公斤重的空调
盖子抬到一旁， 手脚麻利地打
开制冷剂工艺嘴， 向空调机里
加入制冷剂。 一个小时的作业

中， 张成博和工友们始终站在
火烫的铁皮上，犹如“铁板烧”，
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 又被
烘干。

作业完毕后，3位“红脸关
公” 从车顶返回车厢内进行空
调效果测试， 当感受到从空调
出风口吹来的习习凉风时，他
们才放下心来喝水解暑。

张成博黝黑的皮肤上多处
被晒伤， 可他却憨笑道：“为了
确保旅客拥有清凉舒适的乘车
环境，我们会继续坚守在‘铁板
烧’上！ ”

自7月1日进入暑运以来，
张成博和班组工友已维护、修
理列车空调设备30多件， 没有
发生一起因空调故障引发的旅
客不适事件。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思思

7月27日上午， 烈日炎炎， 郴州市环
卫处垃圾清运队唯一女司机张爱华驾驶
着41号垃圾清运车， 在郴州高新区的新
城小区清运垃圾。 她将车慢慢靠近转运
站， 双手拉下起吊器， 升起垃圾箱， 整
个动作很娴熟、 一气呵成。

垃圾在吊转过程中， 一股气味在烈
日暴晒下， 格外刺鼻。 张爱华则显得很
习惯， 她和清洁工一边清理转运站残余
的垃圾一边介绍： “现在郴州正全力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 对城区垃圾清运提出
了更高要求。” 每辆清运车在将垃圾箱的
垃圾转运至车上后， 还需将清运点附近
清扫干净， 保证地面清洁。

“环卫作业车辆清运垃圾过程中，
实行密闭运输， 运送途中不能洒落垃圾，
不能对路面造成二次污染。 运完垃圾后，
还必须进行冲洗。” 上午10时， 温度很快
蹿升到36摄氏度， 张爱华擦汗的动作明
显增多。

今年42岁的张爱华， 因为丈夫在清
运队工作的缘故， 她也来到郴州市环卫
处垃圾清运队， 成为全市环卫系统唯一
的清运女司机。 她驾驶的垃圾清运车载
重10吨， 每天要运6到8车垃圾。

张爱华忙完垃圾转运准备工作后，打
开驾驶车门，点火发车。 车熄火时间虽不
长，但车门打开的瞬间，一股热浪扑面而
来；坐进驾驶室，人热得浑身是汗。

清运车朝离郴州城区不远的苏仙区
板子楼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驶去。 张爱华
负责的6个垃圾站都在郴州高新区， 往返
一趟要将近2小时。

张爱华的驾驶室有一小袋包子，袋子
里还放有藿香正气水。“大热天，带点藿香
正气水防中暑。 ”张爱华笑着说，备在身边
以防不时之需。 张爱华的中餐、晚餐，经常
就在路上、 车上或转运站的值班室里吃，
中餐没吃完的包子，当晚餐吃。

在板子楼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卸完垃
圾后， 张爱华又接到垃圾中转站的电话。
顶着烈日，她一踩油门向远处驶去……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
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蒋
志全)“天气太热了，芋田里的水
干了。 我们镇里的党员干部已
全部下到了抗旱一线。” 7月29
日下午， 江永县桃川镇党委书
记陈江平在里川村组织40多名
党员干部、 群众， 对1000多米
的渠道进行清淤。 进入7月以
来， 江永县桃川镇 “高烧 ”
不退， 旱情逼人， 全镇1.2万亩
农作物受旱， 其中5000多亩农
田“脱水”。 面对持续的旱情，
镇党委、 政府及水利、 农业等
部门的党员干部， 走上田间地
头组织抗旱保收。

在邑口、 里川、 所城等三
个村， 记者目睹了一幅幅热火

朝天的抗旱画卷。 1500多米长
的水渠里， 人头攒动， 有的挥
锹挖淤泥， 有的抡刀砍杂草，
虽是烈日炙烤大地， 热浪灼
人， 汗水湿透衣背， 但镇、 村
党员干部和来自这3个村委会
的100多村民， 为战胜旱魔干
得热火朝天……据了解， 在7
月2日的洪灾中， 榕树坝被洪
水冲毁， 致使河水无法引入渠
道， 加上水渠多年没有清淤，
渠道旁杂草丛生、 淤泥满渠、
水 流 不 畅 ， 3000多 亩 水 田
“喝” 不上水， 无法正常灌溉。
目前正是香芋吸水的关键时
期， 大量芋田缺水， 部分农田
出现龟裂。 在镇党委、 政府的
协调下， 三个村的党员率先垂

范， 义务投工投劳整修河坝、
疏浚河渠。 经过10个多小时的
奋战， 终于将水坝整修完毕，
千米水渠恢复了正常灌溉， 水
哗啦啦地沿着畅通无阻的渠道
流进了干涸的田头。

“我镇所有的党政领导带
领广大党员干部在抗旱一线展
示优良作风， 及时调处矛盾纠
纷，科学调度，合理公平用水，
确保全镇抗旱工作顺利进行。 ”
镇人大主席杨春盛介绍， 到目
前， 全镇已组织14支党员抗旱
应急小分队奋战在抗旱一线，
投入人力3000多人、 大小抗旱
设备 400多台套 ， 整修沟渠
6000多米，使上万亩受旱香芋、
水稻、蔬菜旱情得到缓解。

高温少雨，对蔬菜生产十分不利，专家建议———

5项措施为蔬菜生产抗旱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谭烨晗

烈日当空， 酷暑难耐。
7月27日上午10时， 长沙气温已

飙升到39摄氏度。
位于开福区东风路的湖南省博物

馆改扩建工程建设工地， 湖南建工集
团装饰公司建筑工人尤三牛正与工友
一起在抬钢架，额头上、脸上满是汗水。

尤三牛今年44岁， 从河北石家庄
来到长沙做建筑工人， 已有5年。 这
位北方汉子告诉记者， 面对长沙每年
的炎炎夏日， 已经慢慢习惯了， 但今
年这种高温酷热， 感觉有点吃不消。

他的工作主要是与工友一起固定
钢架， 并在钢架与钢架之间搭设铝板，
要求工人具备良好的平衡性以及娴熟
的技术。

经过几个小时的暴晒， 钢架表面
的温度非常高， 记者随手摸了一根，
感觉有点烫手。 “烫手就不说了， 一
根钢架有近100公斤， 两个人抬都吃
力， 每搞完一根， 汗水不知要流好
多。” 尤三牛说。

湖南建工集团装饰公司副总经理、
省博物馆装饰项目经理吴鹏介绍， 现
在有800多名建筑工人奋战在项目一
线， 面对炎热的天气， 工人非常辛苦，
项目部避开了高温时段， 实施错峰施
工， 还为工人们配备了凉茶、 藿香正
气水等防暑用品， 在通风不好的施工
点安排吹风机。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是省
重点建设项目， 目前已完成主体建筑
外墙装饰建设， 进入内部装修的施工
冲刺阶段。” 皮肤黝黑、 满脸疲惫的吴
鹏告诉记者， 项目部自6月23日开展
“奋战100天·向十九大献礼” 百日劳
动竞赛以来， 大家周末都没休息， 全
身心扑在项目上。

据介绍， 截至7月20日， 工程强
电、 给排水、 消防、 弱电均已完成
80%； 装饰工程展陈区按计划均有提
前。

上午11时， 施工师傅们陆续收
工， 错开中午最热的时段， 吃饭休息；
吴鹏等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则抓紧时间，
召开调度会， 协调材料进场、 人员安
排， 确保工程进度。

高温下的挥汗如雨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建设工地走笔

冒着70摄氏度高温，在列车车顶检修空调，张成博———

我当“铁板烧” 乘客享清凉
伴着烈日运垃圾

江永桃川镇：3000干部群众战高温抗旱

湖南邮政，烈日下的坚守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 王玉胡

在烈日的炙烤下,湖南大部分地区
最高温突破39摄氏度。 但越是极端的
天气， 越能反映邮政一线员工的敬业
奉献。 街巷间有他们的脚印， 大山里
有他们的足迹， 烈日下有他们的身影。

7月25日早晨7时， 桃江县邮政分
公司修山支局投递员钟华山， 背着近
20公斤重的邮件出班为客户投递报
纸、杂志、包裹。

钟华山戴着头盔，身上的邮政投递
服被汗水浸湿了。他背着绿色邮袋快步
走向了客户李淑平家。李淑平签收包裹
后，邀请钟师傅进屋休息。

“钟师傅，你们不是有摩托车吗？ 今
天怎么走起路来了呢？”李淑平关切地问。

“山脚下那段被洪水冲毁了的公
路，正在铺水泥，摩托车过不来。 ”钟华
山用随身携带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回答。

钟华山一刻也没有耽搁，起身背起
邮包继续走向另一客户。

进入三伏天， 驾车一族人都有体
会， 在高温炙烤下， 停放在室外的汽
车驾驶室里简直就是个蒸锅。 挂挡、
转动方向盘、 刹车......无限循环。 下午

2时， 长沙邮区中心局移车员罗正彬又
开始重复着他每天的规定动作。 2016
年底， 长沙邮区中心局包裹分拣流水
化设备上线， 为确保疏运畅通不积压、
时限质量不降低、 客户体验有提升，
开展全新作业方式。

罗正彬和移车班的12名兄弟， 每
天每人平均移车28次， 往返于车辆之
间56趟， 绕生产场地一圈按照800米
计算， 一天差不多就是22公里。

25日下午3时， 烈日撩发滚滚热
浪， 邵东县邮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
气温也高达40摄氏度。 分拣员陈爱清
黑色的衣服上泛出白色的汗痕， “现
在每天的邮件进出口量将近9000件，
高温下的作业对人身体是很大的考
验。” 陈爱清擦着汗水告诉记者。

今年，邵东县邮政分公司快递量井
喷式增长， 上半年日均包裹出口量近
7000件，为去年同期的209.72%。“包裹
进出口量飞速增长，给邮件处理带来更
大挑战，我们需要更合理的安排，更优
化的操作流程，更高效的工作方法才能
跟上节奏。”陈爱清说。他们挥汗如雨地
坚守，尽心、尽职、尽责，努力保证客户
的邮件及时送达， 谱写了一曲战高温、
保生产的奉献之歌。他们是这个炎热夏
季湖南邮政“最可爱的劳动者”。

不让水田变旱田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龚文君 周亚玲） “渠里来
水了， 这下不用怕了！” 7月25日， 临
澧县四新岗镇珠日桥村60多岁的游文
涛看到灌区大渠中的河水， 高兴得像
个孩子， 见人便讲渠里来水了， 这下
放心了。

由于7月份以来的持续高温，临澧
县11个乡镇、街道普遍受旱，28.65万亩
农作物受旱，8.6万亩成灾。为缓解灌区
下游旱情， 该县启动Ⅲ级应急响应，自
7月25日起，关闭姜家坡渡槽以上青山
干渠沿线所有涵闸， 集中10天左右时
间全力为下游调水， 游文涛所在的四
新岗镇等尾灌区农田得到灌溉。

抗旱期间， 全县822名党员干部
24小时轮流值守在沿线涵闸处。 太浮
镇水利站职工付兵就是其中的一名涵
闸管理员， 7月25日晚23时， 他仍然
在龙潭支渠忙着观测水位、 计量流量、
维护设备， 顾不上丛林中的蚊虫叮咬。

他说： “现在正是涵闸引水的关键时
候， 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耽误老百姓引
水灌溉。 我在部队学过水利工程， 现
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面对旱情， 临澧县抽调精干力量，
组成“党员冲锋队” “民兵突击队”
“群众自救队” 奔赴在抗旱一线的田
间地头和灌区沿线。 为确保重点区域
的生活生产饮用水， 该县组织干部群
众对境内所有渠道进行清淤， 科学调
配水源， 对水厂末端、 海拔位置高、
管网细的区域紧急实施加压、 扩管等
应急措施； 对个别干旱死角和群众饮
水困难的地方由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干
部应急送水， 确保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需要。

目前， 该县共开启固定提灌机埠
137处， 出动移动抗旱机具8300多台
套， 拦河筑坝27处， 疏通渠道400多
公里， 各乡镇正在积极组织群众开展
抗旱自救工作。

临澧县党员干部奔赴抗旱一线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7月26日10时30分许，
中石化巴陵石化合成橡胶事业部SIS
车间装置区， 当班的三班班长方湘辉
和同事周湘鲁、 陈大新顶着高温， 更
换胶液过滤网， 汗水浸湿了他们的工
装。 “目前， 车间年产6万吨特种热塑
橡胶装置保持满负荷生产。 我们更换
过滤网， 就是为继续保持高产消缺。”
方湘辉说。

在该事业部年产2万吨热塑橡胶
SEPS项目建设工地上， 一片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 承建单位、 中石化四建
华中分公司的360多名建设者， 在各
作业点进行焊接、 仪表安装、 电缆铺
设、 防腐保温等作业， 每个作业点都
有专人进行HSE监护。 临近11时， 在

管廊上防腐保温作业的工人们陆续回
到地面。 他们避开高温时段， 15时以
后再恢复作业。

不惧酷暑战高温， 巴陵石化错时
错峰消缺等措施一起上， 每天有超过
4000名员工和项目建设者在一线挥汗
如雨， 迎接高温“烤” 验。 己内酰胺
事业部和热电事业部针对技改及“一
炉一机” 项目施工现场交叉作业多、
人员流动大的实际， 与承包商加强协
作， 严把人员入场关， 采取“早开工、
晚收工” 措施， 错峰作业。 动力事业
部增加设备巡检次数， 监控设备温度
变化， 及时消缺。 他们在优化设备运
行方式的同时， 实行“错峰吸电” 方
式， 既保证巴陵石化岳阳城区片电力
供应， 又降低用电成本。

错时错峰又消缺
巴陵石化4000名员工和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

� � 7月28日， 花垣县麻栗场镇沙坪村， 村民在抽水抗旱。 连日高温晴热天气， 水田快成“旱田”。
花垣县政协及时送来6台抽水机， 解决农民抽水抗旱难题。 龙恩泽 隆国渊 摄影报道


